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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燈會志工通識培訓課程開跑活動報導

「璀璨台中－ 2020台灣燈會」預計於 108年 12
月 21日於副展區文心森林公園開燈、明（109）年 2
月 8日在主展區后里花博園區點燈。
為了配合主、副展區服務人力排班需求，本府人

事處特別規劃辦理 30場次通識課程研習。為了讓燈
會現場服務人力及早了解燈區概況，以正向積極的服

務態度協助遊客，首場研習於 11月 5日假本府公務
人力訓練中心辦理，課程內容豐富，共包含服務禮儀、

抱怨處理、燈會展區概況、交通接駁計畫、性別友善

觀念及火災緊急應變處置等。透過講師生動的講解及

現場模擬情境的演練，參加人員均收穫滿滿，並以正

面期待的心情

作好準備，摩

拳擦掌準備上

場推銷 2020台
灣燈會之美。

通識課程將培訓到 12月 23日為止，目前仍有
多場研習可供報名，歡迎加入台灣燈會志工行列並參

加通識課程培訓。欲報名者請至 2020台灣燈會在臺
中志工服務平台（https://volunteer.taichung.gov.tw/
about.aspx）線上報名；課程可在平台（http://bit.
ly/2ZeBW3W）查詢。

本府為提供未婚員工正當溝通及聯誼管道，促進兩性和

諧，增進情感交流，於 10月 19日假雲林古坑，舉辦「臺中
市政府相遇 108─足GO幸福」第五梯次未婚員工聯誼活動，
結合活動當地特色，安排咖啡烘焙DIY、談天時間及團康遊
戲等多元化活動，以增進未婚男女的互動交流。本梯次參加

人數計 59人，配對 11對，滿意度達 97%，期藉由本活動的
舉辦使未婚同仁走出辦公室、拓展人際關係，覓得良緣。

「臺中市政府相遇 108 ─足 GO 幸福」第五梯次
  未婚員工聯誼活動

活動報導

活動報導 人文美學研習班
為推廣人文美學，深化公務同仁美學藝術學養，本府公務人力

訓練中心於 10月 9日辦理「人文美學研習班」，邀請國立歷史博
物館高副館長玉珍蒞臨主講，調訓對象為本府各級機關、學校之公

務同仁，計 2 期，共
105人參加。

高副館長玉珍長期

致力於美學藝術、國際

展覽策展及博物館行銷推廣，專長於藝術行政、博物館行銷及文

創，擁有豐富的美學藝術涵養。講座透過藝文與主題導引，引領同

仁認識並賞析臺灣之美學藝術，深化對人文美學理解，體察藝術所

賦予的文藝精神，期盼讓人文藝術走入生活，體驗藝文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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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知補給站

 行政院 108年 10月 1日修正發布「行政院暨所屬機關約
僱人員僱用辦法」，名稱並修正為「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

方各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相關資料掛置於本府人事處

網站 /人事法規查詢 /人力科項下。
（ 本府 108年 10月 3日府授人力字第 1080235342號函轉行政院 108
年 10月 1日院授人組字第 10800446561號令）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修正「約僱人員僱用契約書（範例）」（含
具結書）及「約僱人員僱用計畫表（名冊）

（ 本府 108年 10月 3日府授人力字第 1080235346號函轉行政院人事
行政總處 108年 10月 1日總處組字第 10800446565號函）

 考試院 108年 10月 1日修正發布「聘用人員聘用條例施行細
則」第 6條。

本次修正：提高聘用人員在職亡故之撫慰金給與標準並明定遺族領受方

式；增訂機關就因公死亡案件之認定遇有疑義時，應延聘相關領域之學

者或專家，組成專案審查小組審認；另參照公務人員相關規定，明定聘

用人員依法令留職停薪期間亡故者，亦得依本條規定辦理。

（ 本府 108年 10月 9日府授人力字第 1080242411號函轉考試院 108
年 10月 1日考臺組貳二字第 10800078141號令）

 行政院修正「公務人員酒後駕車相關行政責任建議處理原則」，
並自 108年 11月 4日生效，相關資料已掛置於本府人事處網
站 /人事法規查詢 /考訓科項下。

（ 本府 108年 11月 6日府授人考字第 1080267250號函轉行政院 108
年 11月 4日院授人培字第 1080047086號函）
嗣後各機關奉派出差之人員，其為執行職務所必要之交通路程

時間補休統一規定。

一、 有關各機關人員執行職務所必要之交通路程，因非執行職務時間，
不得依公務人員保障法第 23條規定予以加班補償。考量「行政院及
所屬各機關公務人員平時考核要點」第 8點第 3項由各機關訂定上
下班補充規定之意旨，因機關指派出差衍生之必要交通往返路程，

係屬機關內部之差勤管理事項，準此，各機關奉派出差之人員，其

為執行職務所必要之交通路程時間，應由各機關衡酌業務需要、地

理位置、交通狀況等相關因素，本權責衡酌是否給予補休。

二、 依原行政院人事行政局 96年 11月 19日局給字第 09600643222號
函釋意旨，各機關奉派出差人員之交通路程時間，除工作性質特殊

者外（如於出差往返路程仍需執勤），仍不得請領加班費，併予敘明。

（ 本府 108年 10月 3日府授人考字第 1080235345號函轉行政院人事
行政總處 108年 10月 1日總處培字第 1080044696號函）
108年 10月 1日修正發布公務人員請假規則第 10條規定
為回應外界建議，並保留因應內外在變化而調整應休假日數之彈

性，修正公務人員每年至少應休假日數，改由總統府、國家安全會議及

五院定之。

（ 本府民國 108年 10月 8日府授人考字第 1080241546號函轉銓敘部
108年 10月 4日部法二字第 1084860240號函）
修正「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公務人員休假改進措施」

第 1點、第 5點、第 6點及附表，並自 109年 1月 1日生效
一、公務人員使用國民旅遊卡刷卡消費日不限於休假日。

二、 應休假天數規定：公務人員當年具有超過 10日之休假資格者，至少
應休假 10日，未達 10日休假資格者，應全部休畢；應
休而未休假者，不得發給未休假加班費。

三、 休假補助費：公務人員每人全年合計補助總額最高以
16,000元為限。未達 10日休假資格者，休假補助費以每
日 1,600元計算。

四、 休假補助費區分：公務人員當年具有超過 10日之休假資格者，休假
補助費於觀光旅遊額度（旅行業、旅宿業、觀光遊樂業或交通運輸

業）及自行運用額度（各行業別）各 8,000元之範圍內消費並核實
補助；另當年未具休假 10日資格者，按其所具休假日數，以每日
1,600元計算發給休假補助費，補助總額在 8,000元以內屬自行運用
額度；其餘則屬觀光旅遊額度。

五、 放寬自行運用額度使用對象：公務人員之配偶或直系血親因身心障
礙、懷孕或重大傷病，於當年確實無法參加觀光旅遊，經服務機關

認定者，當年補助總額均屬自行運用額度。

六、 照顧初任、再任或復職人員：公務人員當年無休假資格或休假資格

未達 2日，酌給相當 2日之休假補助費（3,200元），
屬自行運用額度。

七、 珠寶銀樓業及儲值性商品納入補助範圍；惟水費、電
費、瓦斯費等，係以某段連續期間使用情形計費，仍不得以國民旅

遊卡刷卡申請休假補助費。

（ 本府 108年 10月 8日府授人考字第 1080240638號函轉行政院 108
年 10月 5日院授人培字第 10800452101號函）
國民旅遊卡相關事項 Q＆ A（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108年 10
月修訂，109年 1月 1日生效）

行政院 108年 10月 5日修正「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公務人
員休假改進措施」第 1點、第 5點、第 6點及附表，並自 109年 1月 1
日生效，爰配合修正。

（ 本府 108年 10月 8日府授人考字第 1080240637號函轉行政院人事
行政總處 108年 10月 5日總處培字第 10800452102號函）
修正「臺中市政府及所屬機關學校公教人員出國及赴大陸地區

案件處理要點」部分規定，並自 108年 10月 17日生效
為符實務運作需要，爰修正部分內容，其修正重點如下：

一、 本市特種基金包含預算法所規定之營業基金及非營業基金，另因本
市現行無校務基金，爰刪除相關文字。（修正規定第 1點）

二、 刪除本點後段有關臨時性未列入因公出國及赴大陸地區計畫之出國
及赴大陸地區案件審核程序，並調整至第 3點第 2項加以規定。（修
正規定第 2點）

三、 年度中新增之臨時性未列入因公出國及赴大陸地區計畫之出國及赴
大陸地區案件，為簡化流程及掌握時效，專案簽會相關機關並報經

本府核定，除有必要而召開臨時會外，不另行召開審查會議。（修

正規定第 3點）
四、 現行規定「勻支」文義涵蓋範圍較廣，為避免爭議，爰修正為「支

應」。（修正規定第 6點、第 7點）
五、 修正各機關、基金因國外及赴大陸地區旅費預算不足，須由年度相

關經費項下調整時，專案報本府核定之規定。（修正規定第 7點）
六、酌作文字修正。（修正規定第 14點）
七、 因應業務臨時需要，經本府專案核准之出國及赴大陸地區案件，除

經費及差假外得不受本要點第 6點至第 10點規定之限制，以增加執
行彈性並符合實務需求。（修正規定第 19點）

八、點次遞移。（修正規定第 20點）。
（本府 108年 10月 17日府授人考字第 1080239324號函轉）

 公教人員子女參與高級中等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未取
得學籍者比照享有子女教育補助一案，溯自 108學年度第 1學
期（108年 8月 1日）起實施。

（ 本府 108年 10月 4日府授人給字第 1080238122號函轉行政院 108
年 10月 3日院授人給字第 1080040585號函）
各機關學校二等約僱人員月支報酬低於勞工基本工資之處理方式

有低於基本工資之情形者，由各機關向僱用人員妥為說明後，修正

僱用契約報酬相關規定，明定「其月支報酬依報酬薪點及行政院核定之

薪點折合率折算支給。但其月支報酬低於基本工資者，得自基本工資調

整生效日起，以相同數額支給。」

（ 本府 108年 10月 4日府授人給字第 1080238817號函轉行政院人事
行政總處 108年 10月 4日總處給字第 1080045018號函）

 「公教人員保險準備金管理及運用辦法」第 6條條文業經銓敘
部修正發布

修正放寬本準備金外匯存款及國外投資比率上限，將原投資限制中之運

用範圍涉及存放外匯存款及國外投資者，必須符合「其比率合計不得超

過投資當時本準備金淨額百分之六十」。

（ 本府 108年 10月 25日府授人給字第 1080256982號函轉銓敘部
108年 10月 23日部退一字第 10848668183號函。）
聘用人員在約聘期間亡故，發給殮葬補助相關事宜。

聘用人員在約聘期間死亡者，除依聘用人員聘用條例施行細則第 6
條規定，發給撫慰金外，同時依其死亡時公務人員委任第五職等本俸五

級之俸額計算發給 7個月之一次殮葬補助，遺族領受方式，比照聘用條
例施行細則第 6條規定辦理，並自 108年 10月 3日施行。
（ 本府 108年 11月 1日府授人給字第 1080262912號函轉銓敘部 108
年 10月 29日部退四字第 10848625561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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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協助方案 了解拖延症的原因，三個策略有效改善拖延人生
節錄自廖偉玲諮商心理師網站文章

有效改善拖延人生

Ａ： 「我常後悔自己沒有早點著手工
作。」「該做某一件事時，我反

而會去做另一件。」

Ｂ： 「我會妥善地運用時間。」「我會先做
該做的事，之後才去處理比較不重要的

事。」

如果答案是Ａ，那你可能也是拖延大軍

的一份子，不過你並不孤單，每個人都會拖

延，只是領域不同。拖延存在人生各個面向：

事業、健康、財務、自我成長上⋯⋯等等，

例如遲遲不改善績效、無法養成運動習慣、

沒有儘早存退休金、拖延學習新技能、無法

結束一段關係，擠不出時間陪伴親友⋯⋯。

美國心理學家皮爾斯・史迪爾，整合
數百份跟拖延相關的研究後提出一個結論：

「我們比較會去追求那些令人愉悅且較易達

到的目標，拖延那些令人討厭且回報時間遙

不可及的事情。」他也提出拖延的四大因子：

期望：不相信自己做得到。

價值：預期任務的過程跟結果不討喜。

延遲：得到回報的時間遙不可及。

衝動：自制力差、易衝動行事。 
也就是說，當我們對工作回報的期望

很低、感受不到工作的價值、或是抗拒不了

衝動的誘惑，就會拖延！因為在數千年演化

過程中，人類習慣了即刻滿足，誰知道下一

秒會發生什麼事呢？其實，拖延者一樣

會為工作訂定好計畫，但他們的執行力

很低，容易分心，也沒有耐性為了長期

好處而忍受短期痛苦。

換句話說，拖延者想要「立即滿

足」當下的渴望，難以抗拒「衝動」，所以

自制力低落。雪上加霜的是，抵抗衝動需要

很多專注力，而３Ｃ產品普及的現代，專注

力早已被瓜分的七零八落，對抗「衝動」變

得加倍困難。

那究竟該怎麼改善拖延症呢？

皮爾斯提出「不拖延的方程式」＝（期

望Ｘ價值）／（衝動Ｘ延遲）由不拖延方程

式看來，面對拖延，我們需要更好的策略：

1.訂定自己做得到的目標：
把想要的目標切小塊，把目標的難度降

低，一次一小步不要心急，「完美」是「好」

的敵人。例如每天跑步三十分鐘是理想的目

標，但不容易馬上做到。我們可以從每天散

步五分鐘這種一定做得到小目標開始，再慢

慢提高難度。

2.讓得到回報的時間快點到來：
試著階段性的獎賞自己，或把痛苦的

執行過程加上快樂的連結。例如我不喜歡去

健身房，所以每次健身完我都會犒賞自己，

去附近的誠品書店溜噠一下，一運動完馬上

給自己快樂的獨處時間，不用等幾個月後才

看到體脂肪下降的回報。這樣一來，我每次

想到健身的痛苦時，也會同時聯想到逛書店

的快樂，大大提升動機。

3.減低任務對自制力的需求：
承認自己無力對付拖延，反而更能消

除它。如果我們能預見強大的誘惑，就能事

先採取行動，降低任務的困難度。例如要瘦

身的人，可以在飯前先喝一大杯水讓自己吃

不了太多；如果不想讓小孩看太多電視，家

裡不要裝第四台（甚至不要放電視）；如果

想常常運動，不一定要選離家很遠的健身

房，在家裡附近跑跑步可能更容易；想存退

休金，如果能在每月初的發薪日使用自動轉

帳扣款買基金，肯定比月底再想辦法存錢簡

單。

最後想提醒的是，拖延病一次改一個就

好，專注一個目標能降低對自制力的需求，

太多挑戰反而有害無益。

◆  如果您因人際關係、情緒管理、法律
問題、財務問題、醫療問題、管理問

題等議題產生困擾，想找人談談，現

在您可以 call本府「有問題來找我」
24小時免費諮詢協談專線

    0800-028-885
  （您撥鈴鈴 -鈴 -來吧 -幫幫我）
※同仁個資、協談內容全程保密※

公務福利 e化平台 臺中市政府人事處

相關資訊請參考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務福利 e化平台」（網址為 https://eserver.dgpa.gov.tw/）
及本府人事處網站首頁＞專案與業務成果＞友善家庭－公教員工福利服務（本府人事處網址為 http://www.personnel.taichung.gov.tw/

友善家庭－公教員工福利服務措施其　　他

服務措施方案 適用對象 簡介 聯絡窗口

築巢優利貸
－全國公教員工
房屋貸款

全國各機關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編制內員工（不含軍
職人員、試用人員及約聘僱人員）。

※  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獲選承作，辦理期間 108.1.1至
110.12.31，為期 2年。

※  貸款利率：依中華郵政二年期定儲機動利率固定加碼 0.465％
機動計息（目前為年息 1.560%）。

請洽臺灣銀行各分行，查詢網址：
https://www.bot.com.tw/Business/
Loans/ConsumerLoan/Pages/default.
aspx；免付費電話 0800-025-168

貼心相貸
－全國公教員工
消費性貸款

中央及地方各機關、公立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員工（含
育嬰留職停薪人員及連續服務滿 1年之約聘僱人員）。

※  由臺灣土地銀行獲選承作，辦理期間 107.7.1至 110.06.30，
為期 3年。

※  貸款利率：按郵政儲金 2年期定期儲蓄存款機動利率固定加
碼 0.505％計算，機動調整。

02-23146633

闔家安康
－公教員工團體
意外保險

中央及地方各機關、公私立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現職
員工（不含留職停薪人員）及其配偶、父母（含配偶
之父母）、子女。

由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獲選承作，辦理期間 108.4.1至
110.3.31，為期 2年。 0800-098-889

呵護公教團體
長期照顧健康保險

中央及地方各機關、公私立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員工
（含約聘僱人員）及其配偶、子女、父母（含配偶之
父母）。

※年齡限制為 15歲至 80歲，繳費年期為 1年。
※ 由國泰人壽保險公司承作，辦理期間：自 108.2.22 至

111.2.21，期間 3年。
0800-036-599

呵護公教
長期照顧健康保險

中央及地方各機關、公私立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員工
（含約聘僱人員）及其配偶、子女、父母（含配偶之
父母）。

※  分為 10、15、20年期，並視被保險人的投保年齡、性別、
投保金額、繳費年期等因素，而有不同費率設計。

※  由國泰人壽保險公司承作，辦理期間：自 108.2.22 至
111.2.21，期間 3年。

0800-036-599

全國公教員工
旅遊平安卡

中央及地方各機關、公私立學校、公營事業機構員工
（含退休人員）及其配偶、父母（含配偶之父母）、
子女、兄弟姊妹。

由富邦產物保險公司獲選承作，辦理期間 108.7.1至 111.6.30 
，為期 3年。 0809-019-888

健康 99
－全國公教
健檢方案

全國各級政府機關、公私立學校暨公營事業機構現職
員工（含約聘僱人員及技工、工友）、退休人員（含
其眷屬）及服務於公部門之志工。

經行政院衛生福利部醫院評鑑為優等以上（花蓮、臺東及離島地
區評鑑為合格以上）之醫療院所規劃健檢方案，作為現職員工、
退休人員及其眷屬健康檢查時之選擇參考，辦理期間自 106.1.1
至 108.12.31止為期 3年，另考量 2017~2019 全國公教健檢方
案開放符合資格之醫療院所得隨時申請加入或退出，特約醫療院
所名單及服務項目可能隨時變動，因此不另製作特約院所清單。

請至公務福利 e化平台「公教健
檢」之「健康 99特約院所」查
詢。

全國公教員工
網路購書優惠方案

全國各級機關、公私立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員工（含
約聘僱人員及駐衛警）、退休人員及上述人員之眷屬。

由 TAAZE讀冊生活、灰熊愛讀書等 2家網路書店獲選承作，
辦理期間 107.8.1至 110.7.31，為期 3年。

TAAZE讀冊生活 02-25701233
灰熊愛讀書 02-29232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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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常眩暈發作  原來是「前庭型偏頭痛」惹的禍健康小站

37歲的上班族林小姐，原本偶有頭痛症狀，但近兩個月
來，常常有頭昏腦脹、天旋地轉的感覺，尤其在沒睡好、聞

到特殊氣味、天氣太熱時易發生。看東西會有晃動

感，走路輕飄飄的，改變姿勢太大也會引起頭

暈，吃了一些止暈藥效果並不好，暈久了還

會合併頭脹、肩頸僵硬、想吐。她進一步到

神經內科門診求診，在經過詳細病史詢問

並安排檢查後，診斷為「前庭型偏頭痛」。

家人中也有類似症狀，經過衛教及規則服藥

三周後，症狀明顯改善。

「前庭性偏頭痛」是一種文明病，發生時

主要症狀為眩暈，常常是數週或數月發作一

次，且 50%的眩暈發作同時伴有頭痛。甚或伴隨畏光、怕吵、
視覺先兆（閃光、暗點、視野缺損）。偶爾會有耳鳴、輕中

度聽力下降、低頻聽力下降等，嚴重影響工作效率、家庭生

活或人際關係。而偏頭痛是腦部功能性障礙，大腦皮質及腦

幹某些神經核，對某些刺激的過度敏感，進而使三叉神經系

統引發腦部動脈擴張，出現搏動性的頭痛（會有如血管搏動

的規律性，痛感可能出現在單一側，但有時也常出現在前額、

兩側、頭頂、後頭部及眼眶後方，在活動或體力勞動時頭痛

加重）。如果波及腦幹前庭系統，就會引發眩暈、平衡障礙、

視力無法對焦、或噁心嘔吐。

林新醫院神經內科王建瑋主任指出，「前庭型偏

頭痛」發生的原因主要與壓力大、生活作息不規律、

失眠、睡眠不足、天氣太熱太冷或變化劇烈、某

些食物氣味、過量咖啡及飲酒、月經 (賀爾蒙變
化 )、焦慮、憂鬱等等有關。患者發作時間可能
僅為幾秒，大部份持續數分鐘至數小時，極少數

病患會需要四週才能完全復原。現代人工作壓力大，

經常熬夜加班、睡眠不足，加上女性經期的荷爾

蒙變化，容易引起前庭性偏頭痛，故好發於年輕

女性及曾有偏頭痛病史者。

預防此病症最好的方式就是避免上述已知的誘因，並且

有規律的生活作息、有氧運動及情緒放鬆，不要讓大腦太興

奮。王建瑋主任表示：已知罹患前庭型偏頭痛的患者，目前

已有藥物可預防及減少發作，應積極就醫治療。而偏頭痛及

前庭型偏頭痛的表現個體差異性大，治療方式需要跟醫師討

論，達到個人化治療，才能得到有效的控制使病況穩定。

林新醫院提供

簡介陳式太極系列－補述 2健康小站 林麗雲（作者現為僑光科技大學副教授）

二、 筆者所習為陳家溝陳氏大架系列，
其風格與特性與讀者分享（續前文）

9. 陳氏春秋大刀

陳氏春秋大刀，亦名「青龍偃月刀」，是

陳氏太極器械套路中長兵器的一種，也是太極

拳師祖陳王廷最擅長的兵器之一。因陳王廷祖

師爺老年時長鬚飄髯，又慣用大刀，故有「賽關

公」之稱。因三國名將關羽慣用「青龍偃月刀」，

故此而得名。陳氏春秋大刀套路名稱是由三十句歌

訣組成，與其他套路名稱不同。其他套路一個名稱基本上是

一個動作，此大刀套路的刀譜是一個歌訣包括幾個動作，例

如：關公提刀上壩橋、白雲蓋頂稱英豪、舉刀磨旗懷抱月、

下三刀驚退曹操⋯。

陳氏春秋大刀套路布局合理，上下呼應，左右逢源。它

的劈、砍、撩、掛、斬、抹、截、攔、挑、刺、推、拖、架

等以及舞花等刀法，交待的清清楚楚，乾淨俐落。確有「大

刀如猛虎的風格。一招一式有威武、凜烈的氣慨。在練習大

刀時，必須有扎實的拳術基礎，尤其對腰腿勁及臂力的要求

更為重要。因大刀是兵器中大型重武器，須有充足飽滿的內

氣和腰腿臂力，才能運用自如，劈、砍、推、斬、翻、滾、盤、

壓無不得其自然。因大刀殺傷力頗大，被譽為「百兵之帥」。

10. 陳氏太極扇

陳氏太極扇共有 48招，是陳氏太極拳裡屬於短兵器械
類、因為不受太極拳的拳經拳論的規格要求因而非常適合初

學者，初學者透過太極扇的練習比較容易進入太極拳領域。

這套扇是由陳家溝陳氏太極拳教練馬春喜老師所創，它融合

陳氏的拳法和劍法編整而成的。陳氏太極扇與陳氏太極拳相

同具有剛柔並濟、快慢相間、竄蹦跳躍、鬆活彈抖的功法要

求，整套陳氏太極扇頗多旋轉身法及跳躍功法不斷，且具有

美感具可觀性，使學習者在練習中潛移默化達到身心平衡身

強體壯，此扇法表演性強、動作優美、舒展大方，整套套路

時間約 3∼ 4分鐘、在一般聚會場合裡適合表演，因此深受
學習者的喜愛。

國家考試訊息

｜考試項目｜  108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
｜辦理時間｜ 108.12.14（六）∼ 12.16（一）
｜辦理地點｜  青年高中、嶺東科大、臺中高工、惠文高中、

忠明高中、西苑高中

宣導事項

本府臺灣大道市政大樓惠中樓 2樓及文心樓 1樓設
有哺集乳室，歡迎媽咪們加入母乳哺育的行列！

乳妳所願，讓愛無所不在

福利小站 臺中市政府員工子女托育服務特約機構 
托育機構名稱 聯絡電話 聯絡地址 優惠方案

臺中市私立文揚珠心算才藝短期補習班 0921-781653 臺中市龍井區三德里中厝路 50巷 60弄 26之 3號 贈送書包 1個。

臺中市私立貝兒斯美語短期補習班 04-26311335 臺中市沙鹿區南陽路 433號 1、免費試讀一堂課。2、贈送精美提袋。


